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全国工商联抗击新冠肺炎疫情
先进商会组织

长沙市五金商会

全国工商联抗击新冠肺炎疫情
先进民营企业
（排名不分先后）

湖南汉坤实业有限公司

湖南比扬医疗科技有限公司

长沙芙蓉口罩厂

浏阳河集团股份有限公司

绿之韵生物工程集团有限公司

长沙五十七度湘餐饮管理有限公司

湖南派意特服饰有限公司

湖南华夏投资集团有限公司

湖南兰天集团有限公司

湖南永通集团

华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

湖南岳麓山建设集团有限公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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湖南省委、省政府抗击新冠肺炎疫情
先进集体

（排名不分先后）

湖南高岭建设集团党委

圣湘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

中联重科股份有限公司党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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湖南省委、省政府抗击新冠肺炎疫情
先进个人

（排名不分先后）

陈 邦 爱尔眼科医院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

何清华 山河智能装备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、总经理

周晓州 比亚迪集团湖南地区总负责人、长沙市比亚迪汽车有限

公司党委书记

陈志强 步步高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总裁

张学武 盐津铺子食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

颜卫彬 澳优乳业（中国）有限公司董事长、CEO

李艳归 湖南一力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兼党委书记

李少波 三诺生物传感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、总经理

袁亚滨 圣湘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生产总监

蔡 强 蓝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行政高级总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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长联字〔2021〕1 号

长沙市工商联关于对抗击新冠肺炎疫情

先进商会组织和民营企业通报表扬的决定

各区、县（市）工商联、直属商协会、异地长沙商会、会员企业：

新冠肺炎疫情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遭遇的传播速度最快、

感染范围最广、防控难度最大的一次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。疫

情发生后，长沙市广大商会组织和民营企业把疫情防控作为重大

政治任务，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决

策部署，立足自身优势，主动担当作为，统筹做好疫情防控和复

工复产，展示出新时代长沙民企精神、民企效率、民企速度、民

企情怀、民企力量。

为弘扬新时代中国特色先进商会组织和民营企业的责任担当，

进一步增强先进商会组织和民营企业的凝聚力、动员力、攻坚力，

长沙市工商联决定，对在抗击新冠肺炎疫情工作中表现突出并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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出重要贡献的长沙市青年企业家商会、步步高投资集团股份有限

公司等一批先进商会组织和民营企业予以通报表扬。

希望受到表扬的商会组织和民营企业珍惜荣誉、再接再厉，

充分发挥模范带头作用，为持续推进工商联所属商会组织改革发

展、进一步弘扬企业家精神，开创新时代民营经济统战工作新局

面、促进“两个健康”做出新的更大贡献。

附件：1.抗击新冠肺炎疫情先进商会组织名单

2.抗击新冠肺炎疫情先进民营企业名单

长沙市工商业联合会

长 沙 市 总 商 会

2021年 1月6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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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1

抗击新冠肺炎疫情先进商会组织名单
（共 59 个，排名不分先后）

长沙市青年企业家商会

长沙市益阳商会

长沙市衢州商会

长沙市平江商会

长沙市涟源商会

长沙市耒阳商会

长沙市攸县商会

长沙市温州商会

长沙市安化商会

长沙市资兴商会

长沙市桃源商会

长沙市张家界商会

长沙市岳阳商会

长沙市岳阳县商会

长沙市邵阳商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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长沙市安徽商会

长沙市常德商会

长沙市宁波商会

长沙市湘阴商会

长沙市常宁商会

长沙市泉州商会

长沙市新邵商会

长沙市石门商会

长沙市吉首商会

湖南省广州商会

长沙市机电商会

长沙市眼镜商会

长沙市钢材商会

长沙市木材商会

长沙市化妆品安全协会

长沙市生态环境保护行业协会

宁商公益促进会

广东省湖南长沙商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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东莞市湖南长沙商会

陕西省湖南长沙商会

三亚市长沙商会

张家界市长沙商会

湖南省长沙市光彩事业基金会

湖南省绿之韵公益基金会

天心区坡子街街道商会

天心区青园街道商会

开福区女企业家商会

开福区工商联沙坪街道商会

望城区月亮岛街道商会

望城区青年企业家商会

望城区丁字湾街道商会

望城区商贸物流协会

长沙县安沙镇商会

长沙县女企业家商会

长沙县星沙商会

长沙县长龙商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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长沙县榔梨商会

长沙县湘龙商会

浏阳市女企业家商会

浏阳市淮川街道商会

浏阳市集里街道商会

浏阳市文家市镇商会

浏阳市永安镇商会

宁乡市黄金珠宝商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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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2

抗击新冠肺炎疫情先进民营企业名单
（共 110 个，排名不分先后）

步步高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

大汉供应链有限公司

友谊国际工程咨询有限公司

九芝堂股份有限公司

澳优乳业（中国）有限公司

盐津铺子食品股份有限公司

万鑫精工（湖南）有限公司

湖南恒凯环保科技投资有限公司

湖南明和光电设备有限公司

湖南百家汇投资有限公司

湖南竞网智赢网络技术有限公司

湖南省曾氏企业有限公司

湖南智通神州风控清算有限责任公司

湖南湘旭鸿商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

湖南永蓝检测技术股份有限公司

湖南永腾电子有限公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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迪姆锦源（湖南）科技有限公司

长沙市优伢仕口腔医院有限公司

湖南均亚重辉贸易有限公司

湖南景思文化旅游有限公司

中维建通信技术服务有限公司

湖南省中青旅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

湖南邻睦家医疗管理有限公司

金杯电工股份有限公司

湖南欧亚药业有限公司

湖南伊宅购购物股份有限公司

长沙华时捷环保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

湖南东方时装有限公司

长沙市利利平食品有限公司

湖南华德育才教育科技有限公司

湖南阳辉建设工程有限公司

安信生物科技有限公司

湖南肆拾玖坊电子商务有限公司

湖南捷亿信科技有限公司

湖南三浦集团有限公司

长沙长野医学检验实验室有限公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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湖南搏海工程设计有限公司

湖南沃邦环保科技有限公司

湖南科美洁环保科技有限公司

湖南亚文传媒股份有限公司

特格尔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

长沙市开福区佳尝便饭菜馆

湖南聚恒文化传媒集团有限公司

湖南安邦制药股份有限公司

重药控股湖南博瑞药业有限公司

湖南万虹医疗科技有限公司

湖南鑫广安农牧股份有限公司

湖南顾泰节能光电有限公司

英氏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

湖南省辰波建设有限公司

湖南童联儿童用品有限公司

湖南怡源机电工程有限公司

湖南泰瑞医疗科技有限公司

湖南湘军教育科技发展有限公司

湖南擎天建设工程有限公司

湖南和毅企业管理有限公司



- 13 -

湖南鑫远投资集团有限公司

湖南南湖医院投资管理集团有限公司

湖南兴威建设开发集团有限公司

湖南红海人力资源有限公司

湖南大胜集团有限公司

湖南省九旺投资有限公司

湖南省金凯园林集团有限公司

湖南中柱建设有限公司

华润湖南瑞格医药有限公司

俏皮羊生物科技有限公司

湖南省城市建筑集团有限公司

长沙华信合金机电有限公司

华谊兄弟（长沙）电影文化城有限公司

湖南中立工程机械有限公司

湖南泰阳医药发展有限公司

湖南省美津园粮油食品有限公司

湖南华晨投资实业有限公司

湖南华雅国际大酒店有限公司

可孚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

红星冷链（湖南）股份有限公司



- 14 -

湖南华工建设有限公司

湖南中惠旅石燕湖旅游管理有限公司

湖南元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

湖南圭塘建设有限公司

湖南军联教育科技集团有限公司

湖南长沙丁字建筑（集团）有限公司

长沙港湾置业有限公司

华珍金银饰品销售有限公司

湖南长鸿责任有限公司

湖南冠丰农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

湖南通达生物科技有限公司

湖南湘江涂料集团有限公司

长沙市望城亮天缘医院

湖南省弘广物流集团有限公司

湖南星泽机电设备工程有限公司

长沙麦都网络科技有限公司

湖南人健混凝土有限公司

湖南省育邦校园超市连锁有限公司

湖南西瓜传媒有限公司

长沙紫鑫大酒店有限公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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湖南德旺农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

湖南柏加建筑园林（集团）有限公司

浏阳市创意实业发展有限公司

湖南庆泰花炮集团有限公司

浏阳利通置业有限公司

湖南永和阳光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

湖南相台春酿酒有限公司

湖南小洋人科技发展有限公司

湖南邦普循环科技有限公司

长沙江城农产品股份有限公司

湖南中科星城石墨有限公司

湖南松井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

邦弗特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

长沙海斌酒业贸易有限责任公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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